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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政权零核政策主张引发

日本能源战略混战

丁 敏

2012 年日本社会围绕能源战略掀起一场社会

大讨论，各种观点形成激烈交锋和混战。这场事关

能源战略的混战，起因于民主党政权高调推出以零

核为口号的新的能源政策主张。

一、民主党政权提出脱核目标

3·11 大地震以后，民主党政权提出了推进日

本社会走向“零核”的能源政策主张。
面对 2012 年下半年大选，民主党政权顾虑当下

日本多数民众仍然极度恐核的情绪，为迎合民众当

下的反核心理，表明将坚持推进脱核，争取到 2030
年实现零核电。

民主党提出零核政策主张后，面临推行自己政策

的一些当务之急。首先要抓紧成立能够积极推进自

己政策的组织机构。《日本经济新闻》8 月 2 日披露，

民主党政权准备在 9 月成立一个旨在严格监管核电

站的“原子力规制委员会”，以结束原来的“原子力委

员会”的使命。其职能从大力推进核能发展转为抑制

核能发展。民主党政权还将该委员会从经济产业省

的管辖中剥离出来，划分给环境省，意图在于切断该

委员会与涉及核电利益的经济产业省的直接联系。
制定与脱核相关的法律条例，也是民主党政权

面临的当务之急。日本是法治社会，很多政策都要

经过法律程序确定下来，然后再依法行政。日本要

脱核就要考虑核能的替代能源，仅靠增加进口石油、
天然气等能源来扩张火力发电，显然会带来包括环

保、进口能源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民主党政权为推动脱核，燃眉之急的事情还有很

多，与脱核相关的许多细节工作，其实需要更多时间

慎重审议。诸如与发展核能捆绑而行的核燃料处理

设施的问题，与核能相关的技术与产业问题，与核能

相关的社会责任分担问题，未来核能技术人才可持续

性问题，能源战略与环境政策的协调问题等等。

二、日本社会围绕能源战略出现论战

能源战略事关日本诸多层面调整，如，国内能源

供给与能源市场格局的改变，能源资源进出口的调

整，相关能源技术储备及发展前景变化，能源政策与

环境政策协调，与能源相关的各类经济体利益调整，

国家与国民的能源成本分担，政党与选民的分化组

合等等。可 以 说，民 主 党 政 权 的 零 核 政 策，引 发

2012 年日本社会围绕能源战略的混战。
( 一) 反核派力挺零核政策
战后日本一直存在一些反核势力。福岛核电站

出现危机后，日本反核势力猛增，成为 2012 年力挺

民主党脱核政策主张的社会基础。
战后一直坚持反核的民众认为，日本是世界上

唯一遭遇核爆炸的国家，没有理由把原子力这样的

恶魔引进日本社会，即使是和平利用，也要反对。这

一派民众在福岛核危机后，更是高举反核大旗，支持

民主党零核政策主张。
另一种反核势力是福岛核电站事故以后出现的

大量恐惧核辐射的市民，这些市民群体支持日本社

会摆脱对核电的依赖。此外一些环境保护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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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士、学者、与核电产业利益关系不大的企业或市

民群体，也表示支持日本走向零核社会。
反核舆论更多支持政府新能源政策，支持日本

社会进一步实现节能，对保核派主张的核能成本较

低等论调，提出质疑和反驳。反核舆论用调查数据

和实证分析来论证日本新能源发展的可行性，新能

源和节能产业将给日本带来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同

时强调继续保有核将对日本社会产生的潜在危险。
反核舆论集中攻击的问题还有核废料处理带来的

各种隐患等等。一些靠核能维持财政收入及地方

经济的县政府和政治家，也加入到这一轮对核的声

讨中，其中不乏借此机会要求政府帮助地方实现经

济、产业转型的政治意图，或者借此机会为地方利

益提出新诉求。
( 二) 保核派抵制零核政策
保核派主要由经济界、电力业界、核能科学技术

专家学者、环保人士等组成。民主党的零核政策主

张首先遭到经济界强烈质疑，认为民主党提出废核

的能源政策主张很不现实。首先是民主党提出的用

新能源取代核能的战略，缺乏现实基础，难以实现。
完全取消核电，将大量增加石油、天然气的进口，大

幅度推升日本经济运营成本，这无异于让日本经济

走向自杀。脱核可能导致的日本企业运营成本上

涨，将进一步把企业赶往海外，产业空洞化也将进一

步加剧。经济界指责民主党政权根本不懂经济。
保核派舆论较多集中在废核将引起电价飙升，

影响国民生活上。2012 年日本绝大多数核电站处

于关停状态，核电极度缺失，火力发电增加。据日本

综合研究所进行的测算，就 2012 年核电缺失状态下

的燃料成本增加而言，增加金额大约在 3． 6 万亿至

4． 3 万亿日元。这笔燃料费成本如果用电费上涨来

回收，现在的电价应该比 2010 年度上涨 26． 9% 至

31． 3%，否则电力企业将陷入严重的赤字运营。按

照现政权的推算，如果到 2030 年果真实现零核，一

般家庭电费支出也会出现大幅度增加，月平均可能

在0． 4万至 1． 1 万日元。如果届时对核电依赖度保

持在 20 ～ 25%，家庭电费支出可能增加至 0． 2 万到

0． 8万日元。
脱核对企业的电费支出影响远超过对家庭，因

此零核政策如果得以实施，对企业成本压力更大。
据日本综合研究所测算，到 2030 年如果实现零核

电，企业整体因能源成本上升所导致的支出增加将

达到 5． 4 万亿日元，在这种能源成本上涨的预期下，

企业外流是难以避免的。与核电依赖度保持在 20
～ 25%的现实目标相比，企业的能源成本上升幅度

将增加 1． 8 倍。这样的能源成本上涨可能对 2030
年 GDP 造成的下压程度，粗算大约是 45 万亿日元，

相当于平均年增长率为 － 0． 4%。
保核派的舆论还强调，废核将打击日本的核技

术。日本核电已经形成成熟的产业，积累了世界一

流的核电生产技术和人才，如果走向废核，日本几十

年来积累的核电技术将面临转型。给日本核电找出

路，向国外出口核电技术是一种选择，但前景并不明

朗，受到很多限制。况且日本核技术包括核燃料处

理及再利用，与美国之间有协议，日本废核还牵扯到

置于日美同盟框架之下的日美核能协议，需要与美

国协调，这不是日本单方恣意而为的事情。
保核派还强调，日本废核可能会大量增加石油、

天然气进口，增加火力发电，这将影响日本实现降低

碳排放量的环境达标承诺。进口能源的增加，也对

日本一贯追求的提高能源国产化比例，即提高能源

安全性的战略目标，产生负面影响。
总之，保核派认为废核将对日本经济、产业和社

会的很多层面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此民主党政

权缺乏客观清醒的认识。
( 三) 核能战略混战折射利益纠结
2012 年日本核能问题引发的混战，反映出日本

社会各种利益冲突，出自不同利益考量的心态与立

场相当纠结。
电力企业与核能利益关系密切。日本电力产业

主要由十大电力企业支撑，日本称为十大电力企业体

制。这十大电力企业中，只有冲绳电力没有核电站，

其他九大电力企业都拥有核电站，其中东京电力、关
西电力、四国电力对核电依赖度较高，这些电力大企

业又是向日本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供电。因此这些电

力企业对核电的投入也较大，如果不能如期收回投入

并实现盈利，企业自然蒙受损失。拥有核电站较多的

电力企业，不断喊出要求电价上涨的声音。
而另一方利益群体则批评日本电力体制存在垄

断，缺乏竞争，政府应该放松电力产业规制，改革发

电供电体制，促进竞争，给更多企业进入发电、供电

市场的机会。这方利益群体，呼吁鼓励发展新能源

和进一步推动能源多样化，要求通过竞争，促进发电

事业多元化发展，以降低电力成本，抑制电价上涨。
政党借用核电问题为自己竞选拉票。民主党在

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后，看到民众出现空前的恐核情

62



绪，响亮喊出“零核”口号，迎合民众，以获取支持。自

民党则以民主党并没有妥当的脱核措施为由而攻击

民主党的核能政策，嘲笑民主党幼稚，不懂经济，以此

分化民主党的支持者。其他一些党派，也在去核问题

上考量民意，亮出有利于自己获取民心的观点。
经济产业省曾经是力主日本发展核能的行政部

门，在民主党政权要求下，不得不拟定未来的脱核目

标和路线图。具体负责审议新能源基本计划的综合

能源资源调查会( 经济产业相的智囊机构) ，对民主

党脱核政策也有内部分歧。该委员会 24 位委员，出

现两大派和一小派。支持脱核的一派与支持发展核

能的一派力量相当，另有少数委员属于中立派，即赞

同保留部分核能，到 2030 年将核能比例控制在 15
～20%。由于综合能源资源调查会委员内部对脱核

的意见分歧较大，委员会本应是推动新能源计划制

定的部门，却成了不断对民主党脱核政策提出质疑

的部门，并以种种理由拖延拟定能源计划方案。
即使是民主党内部，各种声音也不一致。民主

党前党首菅直人、曾经是民主党政要的小泽一郎，都

明确表示坚决支持零核，反对核电站重启。而民主

党现任党首野田佳彦，一边主张零核、脱核，一边允

许关西电力的两座核电站重启，被民主党党员、反对

党及民众攻击为表里不一，嘴上高唱反核，实则保

核，大有骗取选民支持，为竞选拉票之嫌。
产业界、企业界对核能去留的利益考量多有差

异。很多大企业曾经是推动核能发展的坚强后盾，

在核能发展中形成了核能产业利益链条，其中主要

包括电力大企业、钢铁企业和核能技术设备相关企

业。如果废核，这些企业将蒙受损失，特别是电力企

业，3·11 大地震后日本核电站的紧急关停，对核电

依赖度较高的电力企业打击很大，2012 年已经有很

多家电力企业因核电关停陷入赤字经营。
另一方面，也有企业借机鼓动发展太阳能、风能

及其他可再生能源，认为这能给很多地方及中小企

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在民主党政权推动脱核能源

战略的政治背景下，有些企业加大了对开发太阳能、
风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推广可再生能源和

节能设备的政策，为地方和中小企业提供了不少参

与机会。但已经开始进行这类投资的企业，也不无

担心，怕民主党政权的可再生能源利用、节能对策及

脱核战略的未来发生动摇。
日本是否走向零核，还涉及日本与国际社会的各

种利益关系及其调整。如果日本走向零核，与自己核

同盟的盟友美国之间，有经济与技术的利益关系乃至

超越经济利益的关系，需要调整。如果日本走向零

核，日本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

弥补核能缺失造成的能源缺口，可能要大量增加化石

类能源的进口，这将增加世界对不可再生的化石类能

源的消耗，增加能源开采带来的环境破坏和石化类能

源消费带来的环境污染，日本对国际社会承诺的减少

碳排放的目标也更难兑现。日本为增加进口石油等

油气资源，与相关国家的利益关系及能源安全关系，

也将出现新的变局。日本在走向大核之路后，一向把

核能视为提高自己能源安全的国产能源，脱核可能从

根基上动摇这一能源安全战略。有核等于有核危险

及核恐惧，无核则伤及国家能源安全，这种纠结让日

本在核能政策上进退两难。

结束语

核能战略的大调整涉及日本的方方面面。迄今

为止，日本原有的能源战略带来了今天日本经济发

展的业绩，奠定了日本的经济基础。很多极易占据

社会主导地位的传统思维，比较留恋原有的政策思

路和做法，认为日本今后还需要依赖核能，废核无疑

是让日本经济走向自杀。而谋求变革的思维，认为

日本过往之所以没有能真正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的

进展，就是在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很长时期内，能源政

策实质过于偏重核能，而日本发展核能当初是迫于

美国的战略考虑，不仅是核能的和平利用，也是与美

国核技术共有的无奈选择。从先进的人类文明与环

境共生的现代理念出发，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节

能，才是今后更高层次的选择。以往的能源战略是

建立在快速扩张经济发展规模的思路上的，如果今

后经济走向均衡发展，而不是一味追求 GDP 的规模

与增长速度，适度的能源供给量与能源供给形式，与

合理的经济规模与发展速度，应该达成平衡。在平

衡经济中，以支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为时代背景的

被工业发达国家选择的核能，应当适度退出历史舞

台。作为下一代替代能源，更多蕴含着循环经济和

绿色经济理念的各种新型能源及能源供给模式，应

该更多地被提倡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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